
  

证券代码：002180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纳思达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8-095 

 

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” 

的更正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并对公告中的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。 

 

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8 年 10 月 29 日召开第五届

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2018 年第三

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》，并于 2018年 10月 30日在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

上披露了《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》及《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》（公告编

号：2018-092）。因对扣非项目的计算出现错误，现对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

及正文中“特别提示”及“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”中非经常性损益进行部分更

正，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，深表歉意，敬请谅解。 

更正内容如下： 

更正前： 

特别提示： 

1、2018 年 1-9 月，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为 49,599 万元（归属于上

市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51,034万元），较上年同期上升 197.82%。 

2、公司 2018 年全年预测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区间为 70,000 万元至

110,000 万元。 

一、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

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

□ 是 √ 否  

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

总资产（元） 35,792,540,625.80 35,527,510,125.71 0.75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,558,786,930.34 4,061,385,855.80 12.25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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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元） 

 本报告期 
本报告期比上年同

期增减 
年初至报告期末 

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

年同期增减 

营业收入（元） 5,473,478,413.16 6.71% 15,893,846,596.08 -2.21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

（元） 
183,448,547.64 -63.91% 495,990,749.10 197.82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

常性损益的净利润（元） 
76,047,991.58 188.96% 510,344,720.50 150.03%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

（元） 
514,079,494.67 784.64% 1,059,746,779.19 543.41%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1743 -65.85% 0.4700 192.25% 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1725 -66.20% 0.4651 191.29%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.11% -50.48% 11.39% 46.50% 

 

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

√ 适用 □ 不适用  

 

单位：元 

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

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（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） -75,458,539.38 

包含本报告期对 2017 年出售

Kofax Limited 股权涉及的税费

进行清算，产生的差额。 

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（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，按照国家统

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） 
50,733,320.60 政府补助（不含即征即退税款） 

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5,224,196.21 理财产品的投资收益 

企业重组费用，如安置职工的支出、整合费用等 -412,183,740.36 利盟整合费用 

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，持有交易

性金融资产、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，以及

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、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

得的投资收益 

80,413,464.34 
远期结汇、货币掉期的公允价值

变动损益、投资收益 

根据税收、会计等法律、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

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
150,164,745.62 美国税改涉及的相关税费支出 

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4,991,936.80  

减：所得税影响额 -57,616,580.75  

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（税后） -64,144,064.02  

合计 -14,353,971.40 -- 

 

更正后： 

特别提示： 

1、2018 年 1-9 月，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为 49,599 万元（归属于上

市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64,744万元），较上年同期上升 197.82%。 



  

2、公司 2018 年全年预测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区间为 70,000 万元至

110,000 万元。 

一、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

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

□ 是 √ 否  

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

总资产（元） 35,792,540,625.80 35,527,510,125.71 0.75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

（元） 
4,558,786,930.34 4,061,385,855.80 12.25% 

 本报告期 
本报告期比上年同

期增减 
年初至报告期末 

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

年同期增减 

营业收入（元） 5,473,478,413.16 6.71% 15,893,846,596.08 -2.21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

（元） 
183,448,547.64 -63.91% 495,990,749.10 197.82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

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（元） 
 213,145,717.88  709.88%  647,442,446.80  163.46%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

（元） 
514,079,494.67 784.64% 1,059,746,779.19 543.41%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1743 -65.85% 0.4700 192.25% 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1725 -66.20% 0.4651 191.29%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.11% -50.48% 11.39% 46.50% 

 

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

√ 适用 □ 不适用  

单位：元 

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

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（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） -75,458,539.38 

包含本报告期对 2017 年出售

Kofax Limited 股权涉及的税费

进行清算，产生的差额。 

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（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，按照国家统

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） 
50,733,320.60 政府补助（不含即征即退税款） 

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5,224,196.21 理财产品的投资收益 

企业重组费用，如安置职工的支出、整合费用等 -412,183,740.36 利盟整合费用 

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，持有交易

性金融资产、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，以及

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、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

得的投资收益 

80,413,464.34 
远期结汇、货币掉期的公允价值

变动损益、投资收益 

根据税收、会计等法律、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

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
-117,708,889.19 美国税改涉及的相关税费支出 

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4,991,936.80  

减：所得税影响额 -57,616,580.75  



  

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（税后）  -194,919,972.53   

合计  -151,451,697.70  -- 

 

除上述内容更正外，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其他内容保持不变。

请以《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（更正后）》及《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（更

正后）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92）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

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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